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1116064.7

(22)申请日 2019.11.15

(71)申请人 山东职业学院

地址 250000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解放路

62号

(72)发明人 张伟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汇信合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 11335

代理人 徐荣荣

(51)Int.Cl.

B60S 3/00(2006.01)

B60S 3/06(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多功能的轨道交通车辆清洗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多功能的轨道交通车辆清

洗装置，包括倒U型安装架、地基、固定管、旋转电

机、上侧旋转刷、侧边旋转刷、轨道交通车辆、废

水收集架结构、辅助导水架结构、便拆过滤架结

构、喷水架结构和轨道，所述的倒U型安装架螺栓

安装在地基的上部；所述的固定管由左至右依次

嵌入在倒U型安装架上；所述的旋转电机设置在

固定管的外侧。本发明左侧调节阀和右侧调节阀

分别螺纹连接在横向管的左右两侧，有利于在使

用时根据用水量所需控制横向管左右的进水速

度；密封盖螺纹连接在净化筒的外侧上部，有利

于在使用时从净化筒上旋转密封盖，以便与净化

筒分离，从而方便使用者将活性炭滤网从净化筒

内取出进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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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的轨道交通车辆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多功能的轨道交通车辆清洗

装置，包括倒U型安装架（1），地基（2），固定管（3），旋转电机（4），上侧旋转刷（5），侧边旋转

刷（6），轨道交通车辆（7），废水收集架结构（8），辅助导水架结构（9），便拆过滤架结构（10），

喷水架结构（11）和轨道（12），所述的倒U型安装架（1）螺栓安装在地基（2）的上部；所述的固

定管（3）由左至右依次嵌入在倒U型安装架（1）上；所述的旋转电机（4）设置在固定管（3）的

外侧，并与倒U型安装架（1）螺栓连接；所述的上侧旋转刷（5）设置在倒U型安装架（1）的内侧

上部，同时与旋转电机（4）的输出轴螺栓连接；所述的侧边旋转刷（6）设置在倒U型安装架

（1）的内部左右两侧，同时与旋转电机（4）的输出轴用键连接；所述的轨道交通车辆（7）放置

在轨道（12）上；所述的废水收集架结构（8）安装在地基（2）的内侧；所述的辅助导水架结构

（9）安装在地基（2）的右侧；所述的便拆过滤架结构（10）安装在辅助导水架结构（9）的上侧；

所述的喷水架结构（11）安装在倒U型安装架（1）的上侧；所述的轨道（12）螺栓安装在地基

（2）的上部左右两侧；所述的废水收集架结构（8）包括储存箱（81），排水管（82），排水阀

（83），接料斗（84）和杂物格挡网（85），所述的储存箱（81）嵌入在地基（2）的内部；所述的排

水管（82）贯穿地基（2）插接在储存箱（81）的左侧下部；所述的排水阀（83）螺纹连接在排水

管（82）的左侧；所述的接料斗（84）嵌入在地基（2）的上部左右两侧，同时与储存箱（81）的上

部接通；所述的杂物格挡网（85）螺栓安装在接料斗（84）的内侧上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的轨道交通车辆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便拆过滤

架结构（10）包括净化筒（101），活性炭滤网（102），密封盖（103），上侧导管（104），密封活塞

（105）和抽水管（106），所述的上侧导管（104）插接在密封盖（103）的上侧；所述的抽水管

（106）插接在上侧导管（104）的内侧上部。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的轨道交通车辆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辅助导水

架结构（9）包括横向管（91），纵向管（92），左侧单向阀（93），右侧单向阀（94），左侧调节阀

（95）和右侧调节阀（96），所述的纵向管（92）插接在横向管（91）的中上部。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的轨道交通车辆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喷水架结

构（11）包括水泵（111），L型导管（112），弧形导管（113），喷水管（114）和喷水头（115），所述

的水泵（111）螺栓安装在倒U型安装架（1）的中部右侧；所述的L型导管（112）螺纹连接在水

泵（111）的上部出水口处；所述的弧形导管（113）嵌入在倒U型安装架（1）的上部，同时在右

端与L型导管（112）接通；所述的喷水管（114）贯穿倒U型安装架（1）的顶部，同时与弧形导管

（113）接通。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多功能的轨道交通车辆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左侧调节

阀（95）和右侧调节阀（96）分别螺纹连接在横向管（91）的左右两侧。

6.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多功能的轨道交通车辆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密封盖

（103）螺纹连接在净化筒（101）的外侧上部。

7.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多功能的轨道交通车辆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横向管

（91）的左端贯穿地基（2）插接在储存箱（81）的右侧下部。

8.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多功能的轨道交通车辆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喷水头

（115）螺纹连接在喷水管（114）的下部。

9.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多功能的轨道交通车辆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左侧单向

阀（93）和右侧单向阀（94）分别嵌入在横向管（91）的内部左右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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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的轨道交通车辆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杂物格

挡网（85）的上部设置为锥形，有利于在使用时能够避免灰尘杂物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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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的轨道交通车辆清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车辆清洗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多功能的轨道交通用的车辆清洗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轨道交通是指运营车辆需要在特定轨道上行驶的一类交通工具或运输系统，最典

型的轨道交通就是由传统火车和标准铁路所组成的铁路系统，随着火车和铁路技术的多元

化发展，轨道交通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类型，不仅遍布于长距离的陆地运输，也广泛运用于中

短距离的城市公共交通中。

[0003] 但是现有的轨道交通车辆清洗装置还存在着不方便对外部水源或过滤水液进行

循环分别导入，不方便对过滤网拆卸，不方便对水液进行循环和不方便对其进行喷洒的问

题。

[0004] 因此，发明一种多功能的轨道交通车辆清洗装置显得非常必要。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多功能的轨道交通车辆清洗装置，以解

决现有的轨道交通用的车辆清洗装置存在着不方便对外部水源或过滤水液进行循环分别

导入，不方便对过滤网拆卸，不方便对水液进行循环和不方便对其进行喷洒的问题。一种多

功能的轨道交通用的车辆清洗装置，包括倒U型安装架，地基，固定管，旋转电机，上侧旋转

刷，侧边旋转刷，交通火车，废水收集架结构，辅助导水架结构，便拆过滤架结构，喷水架结

构和轨道，所述的倒U型安装架螺栓安装在地基的上部；所述的固定管由左至右依次嵌入在

倒U型安装架上；所述的旋转电机设置在固定管的外侧，并与倒U型安装架螺栓连接；所述的

上侧旋转刷设置在倒U型安装架的内侧上部，同时与旋转电机的输出轴螺栓连接；所述的侧

边旋转刷设置在倒U型安装架的内部左右两侧，同时与旋转电机的输出轴键连接；所述的交

通火车放置在轨道上；所述的废水收集架结构安装在地基的内侧；所述的辅助导水架结构

安装在地基的右侧；所述的便拆过滤架结构安装在辅助导水架结构的上侧；所述的喷水架

结构安装在倒U型安装架的上侧；所述的轨道螺栓安装在地基的上部左右两侧；所述的废水

收集架结构包括储存箱，排水管，排水阀，接料斗和杂物格挡网，所述的储存箱嵌入在地基

的内部；所述的排水管贯穿地基插接在储存箱的左侧下部；所述的排水阀螺纹连接在排水

管的左侧；所述的接料斗嵌入在地基的上部左右两侧，同时与储存箱的上部接通；所述的杂

物格挡网螺栓安装在接料斗的内侧上部。

[0006] 优选的，所述的便拆过滤架结构包括净化筒，活性炭滤网，密封盖，上侧导管，密封

活塞和抽水管，所述的上侧导管插接在密封盖的上侧；所述的抽水管插接在上侧导管的内

侧上部。

[0007] 优选的，所述的辅助导水架结构包括横向管，纵向管，左侧单向阀，右侧单向阀，左

侧调节阀和右侧调节阀，所述的纵向管插接在横向管的中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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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优选的，所述的喷水架结构包括水泵，L型导管，弧形导管，喷水管和喷水头，所述

的水泵螺栓安装在倒U型安装架的中部右侧；所述的L型导管螺纹连接在水泵的上部出水口

处；所述的弧形导管嵌入在倒U型安装架的上部，同时在右端与L型导管接通；所述的喷水管

贯穿倒U型安装架的顶部，同时与弧形导管接通。

[0009] 优选的，所述的左侧调节阀和右侧调节阀分别螺纹连接在横向管的左右两侧。

[0010] 优选的，所述的密封盖螺纹连接在净化筒的外侧上部。

[0011] 优选的，所述的横向管的左端贯穿地基插接在储存箱的右侧下部。

[0012] 优选的，所述的喷水头螺纹连接在喷水管的下部。

[0013] 优选的，所述的左侧单向阀和右侧单向阀分别嵌入在横向管的内部左右两侧。

[0014] 优选的，所述的杂物格挡网的上部设置为锥形，有利于在使用时能够避免灰尘杂

物聚集。

[0015] 优选的，所述的密封活塞胶接在抽水管的外侧下部，同时插接在上侧导管的内侧。

[0016] 优选的，所述的活性炭滤网插接在净化筒的内侧。

[0017] 优选的，所述的净化筒套接在纵向管的上部；所述的抽水管上端与水泵的下部入

水口处螺纹连接。

[0018] 优选的，所述的水泵采用型号为  RGB15-10的水泵，所述的旋转电机采用型号为

68KTY的电机。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1.本发明中，所述的左侧调节阀和右侧调节阀分别螺纹连接在横向管的左右两侧，有

利于在使用时方便根据是引用所需控制横向管左右的进水速度。

[0020] 2.本发明中，所述的密封盖螺纹连接在净化筒的外侧上部，有利于在使用时从净

化筒上旋转密封盖，以便与净化筒分离，从而方便使用者将活性炭滤网从净化筒内取出进

行更换。

[0021] 3.本发明中，所述的横向管的左端贯穿地基插接在储存箱的右侧下部，有利于在

使用时配合水泵能够实现对水液的循环抽取，从而能够提高节能效果。

[0022] 4.本发明中，所述的喷水头螺纹连接在喷水管的下部，有利于在使用时方便对上

侧旋转刷、侧边旋转刷和交通火车上的灰尘进行喷洒冲洗。

[0023] 5 .本发明中，所述的左侧单向阀和右侧单向阀分别嵌入在横向管的内部左右两

侧，有利于在使用时能够避免储存箱内的水液流落到横向管的右侧，同时能够避免横向管

右侧的水液流落到储存箱内。

[0024] 6.本发明中，所述的杂物格挡网的上部设置为锥形，有利于在使用时能够避免灰

尘杂物聚集，以便将地基上的水液经过接料斗导流到储存箱内。

[0025] 7.本发明中，所述的密封活塞胶接在抽水管的外侧下部，同时插接在上侧导管的

内侧，有利于在旋转密封盖时不会影响抽水管。

[0026] 8.本发明中，所述的活性炭滤网插接在净化筒的内侧，有利于在使用时方便对循

环经过的水液进行净化。

[0027]

附图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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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是本发明的废水收集架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是本发明的辅助导水架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4是本发明的便拆过滤架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5是本发明的喷水架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中：

1、倒U型安装架；2、地基；3、固定管；4、旋转电机；5、上侧旋转刷；6、侧边旋转刷；7、轨道

交通车辆；8、废水收集架结构；81、储存箱；82、排水管；83、排水阀；84、接料斗；85、杂物格挡

网；9、辅助导水架结构；91、横向管；92、纵向管；93、左侧单向阀；94、右侧单向阀；95、左侧调

节阀；96、右侧调节阀；10、便拆过滤架结构；101、净化筒；102、活性炭滤网；103、密封盖；

104、上侧导管；105、密封活塞；106、抽水管；11、喷水架结构；111、水泵；112、L型导管；113、

弧形导管；114、喷水管；115、喷水头；12、轨道。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实施例：

如附图1和附图2所示

本发明提供一种多功能的轨道交通用的车辆清洗装置，包括倒U型安装架1，地基2，固

定管3，旋转电机4，上侧旋转刷5，侧边旋转刷6，轨道交通车辆7，废水收集架结构8，辅助导

水架结构9，便拆过滤架结构10，喷水架结构11和轨道12，所述的倒U型安装架1螺栓安装在

地基2的上部；所述的固定管3由左至右依次嵌入在倒U型安装架1上；所述的旋转电机4设置

在固定管3的外侧，并与倒U型安装架1螺栓连接；所述的上侧旋转刷5设置在倒U型安装架1

的内侧上部，同时与旋转电机4的输出轴螺栓连接；所述的侧边旋转刷6设置在倒U型安装架

1的内部左右两侧，同时与旋转电机4的输出轴键连接；所述的交通火车7放置在轨道12上；

所述的废水收集架结构8安装在地基2的内侧；所述的辅助导水架结构9安装在地基2的右

侧；所述的便拆过滤架结构10安装在辅助导水架结构9的上侧；所述的喷水架结构11安装在

倒U型安装架1的上侧；所述的轨道12螺栓安装在地基2的上部左右两侧；所述的废水收集架

结构8包括储存箱81，排水管82，排水阀83，接料斗84和杂物格挡网85，所述的储存箱81嵌入

在地基2的内部；所述的排水管82贯穿地基2插接在储存箱81的左侧下部；所述的排水阀83

螺纹连接在排水管82的左侧；所述的接料斗84嵌入在地基2的上部左右两侧，同时与储存箱

81的上部接通；所述的杂物格挡网85螺栓安装在接料斗84的内侧上部；所述的杂物格挡网

85的上部设置为锥形，在使用时能够避免灰尘杂物聚集，以便将地基2上的水液经过接料斗

84导流到储存箱81内。

[0035] 如附图4所示，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便拆过滤架结构10包括净化筒101，

活性炭滤网102，密封盖103，上侧导管104，密封活塞105和抽水管106，所述的上侧导管104

插接在密封盖103的上侧；所述的抽水管106插接在上侧导管104的内侧上部；所述的密封盖

103螺纹连接在净化筒101的外侧上部，在使用时从净化筒101上旋转密封盖103，以便与净

化筒101分离，从而方便使用者将活性炭滤网102从净化筒101内取出进行更换，所述的密封

活塞105胶接在抽水管106的外侧下部，同时插接在上侧导管104的内侧，在旋转密封盖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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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会影响抽水管106，所述的活性炭滤网102插接在净化筒101的内侧，在使用时方便对循

环经过的水液进行净化。

[0036] 如附图3所示，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辅助导水架结构9包括横向管91，纵

向管92，左侧单向阀93，右侧单向阀94，左侧调节阀95和右侧调节阀96，所述的纵向管92插

接在横向管91的中上部；所述的左侧调节阀95和右侧调节阀96分别螺纹连接在横向管91的

左右两侧，在使用时方便根据是引用所需控制横向管91左右的进水速度，所述的横向管91

的左端贯穿地基2插接在储存箱81的右侧下部，在使用时配合水泵111能够实现对水液的循

环抽取，从而能够提高节能效果，所述的左侧单向阀93和右侧单向阀94分别嵌入在横向管

91的内部左右两侧，在使用时能够避免储存箱81内的水液流落到横向管91的右侧，同时能

够避免横向管91右侧的水液流落到储存箱81内。

[0037] 如附图5所示，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喷水架结构11包括水泵111，L型导管

112，弧形导管113，喷水管114和喷水头115，所述的水泵111螺栓安装在倒U型安装架1的中

部右侧；所述的L型导管112螺纹连接在水泵111的上部出水口处；所述的弧形导管113嵌入

在倒U型安装架1的上部，同时在右端与L型导管112接通；所述的喷水管114贯穿倒U型安装

架1的顶部，同时与弧形导管113接通；所述的喷水头115螺纹连接在喷水管114的下部，在使

用时方便对上侧旋转刷5、侧边旋转刷6和轨道交通车辆7上的灰尘进行喷洒冲洗。

[0038] 工作原理

本发明在工作过程中，使用时首先架将外部水源与横向管91的右侧接通，同时给水泵

111和旋转电机4供电，以便利用水泵111抽取经过纵向管92在净化筒101和上侧导管104内，

同时利用活性炭滤网102对其过滤，最后从抽水管106内经过水泵111，从L型导管112倒入到

弧形导管113内，并经过喷水管114在喷水头115内喷出，同时利用旋转电机4带动上侧旋转

刷5以及侧边旋转刷6旋转，多余的水液经过接料斗84倒入到储存箱81内，同时利用杂物格

挡网85对杂物过滤，同时水液可经过横向管91进入到纵向管92内循环使用，且在不使用储

存箱81内的水液时打开排水阀83降水液在排水管82内排出即可。

[0039] 利用本发明所述的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启发下，

设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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